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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0                               证券简称：宁德时代                          公告编号：2018-03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8年中期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宁德时代 股票代码 3007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理  

办公地址 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2 号  

电话 0593-8901666  

电子信箱 CATL-IR@catlbattery.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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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359,580,668.12 6,294,695,149.00 6,294,695,149.00 4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0,954,288.00 1,856,935,080.43 1,811,112,197.17 -4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97,243,613.26 556,443,005.59 510,620,122.33 3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8,326,102.96 -619,644,119.19 -619,644,119.19 27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59 0.9740 0.9499 -50.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59 0.9740 0.9499 -5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3% 10.79% 10.52% -6.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5,443,992,871.36 49,662,885,758.45 49,662,885,758.45 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818,856,292.88 24,701,439,571.11 24,701,439,571.11 24.7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上市前，公司调整了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授予日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上述调整影响上年

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减4,582.2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调减4,582.28万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4,7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瑞庭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1% 571,480,527 571,480,527   

黄世霖 境内自然人 12.01% 260,900,727 260,900,727   

宁波联合创新新

能源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5% 166,200,263 166,200,263   

李平 境内自然人 5.15% 111,950,154 111,950,154   

深圳市招银叁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 72,157,116 72,15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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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江招银动

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 66,980,205 66,980,205   

西藏鸿商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 62,745,321 62,745,321   

上海尚颀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常州

颀德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2.12% 45,999,147 45,999,147   

先进制造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45,585,780 45,585,780   

西藏旭赢百年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38,685,909 38,685,9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深圳市招银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湖北长江招银动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 

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庭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曾毓群与李平为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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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公司在电池材料、电池系统、电池回收等产业链关键

领域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及可持续研发能力，形成了全面、完善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A股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挂牌上市，由此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公信力，丰

富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完善了员工长效激励机制，首发募集资金的到位也为公司进一步提升研发、生产

能力提供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35,958.07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8.69%；实现净利润

106,989.37 万元，同比减少 45.83%。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转让了持有的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取得的处置收益影响，扣除转让普莱德的处置收益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业绩的影响后，

净利润同比增加 36.55%。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其新增投资东风时代（武汉）电池系统有限公司，本公司出资50,000,000.00元，持股比例为50%。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2018年8月23日 


